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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

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

周开展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2〕11 号）、

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<贵州省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

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等要求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现制定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

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工作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千方百计拓岗位 攻坚克难促就业

二、活动目标

通过举办就业促进周，开展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，进一

步挖潜创新拓展岗位资源，凝心聚力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，

引导我校毕业生积极主动求职，加速就业工作进程，增强就业

工作实效，全力促进 2022 届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就业促进周举办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9 日至 15 日，主要集

中举办校园招聘会、供需对接等促就业活动；“百日冲刺”实施

时间为 2022 年 5 月初至 8 月中旬，主要是持续举行系列招聘、

访企拓岗、发布信息、就业指导、精准帮扶等五大专项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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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组织

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组织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

列活动的要求，由学校就业处、校企合作处和各二级学院共同

承办。

五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举行 2022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

就业促进周期间，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教育部在河南郑州

主会场及全国 5 个分会场同步举行的“24365 校园招聘服务”

系列专场招聘活动，按要求参加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

会，召开学校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调度会，小结 2022 年已

经开展的就业工作，布置 2022 届毕业生下一阶段任务。组织参

与和开展上级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各种招聘活动，适时举办

学校线上和线下校园招聘会活动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办法，积

极开展校企供需对接等拓岗活动，发布促进 2022 届毕业生实

现就业创业所需的大量岗位信息（生均＞5 个）。

（二）实施“百日冲刺”五大专项行动

1.开展校园招聘活动。“百日冲刺”期间,通过学校门户网

站挂出切入与“国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”的链接，定

期通知毕业生关注学校网站，通过链接登录教育部大学生就业

服务网，寻找合适的用人需求和岗位信息，共享国家平台发布

岗位信息，切实充分利用好“国家 24365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”

资源；积极通知毕业生参加“24365 校园招聘服务”及 19 个

分行业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举办的系列专场招聘活动，扩大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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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信息共享规模。组织指导毕业生参加省教育厅牵头举办的区

域性、行业性、联盟性线上或线下专场招聘会，如省教育厅、

省国资委“为民服务办实事 国聘行动促就业”2022 年度贵州省

国有企业网络专场招聘月活动；省教育厅与省残联联合举办

2022 年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双选会活动；省教育厅与贵州

省人才市场、观山湖区高校联合举办“千方百计拓岗位 攻坚克

难促就业”2022 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。于 6 月下旬举办

线下校园招聘会 3 场，自行或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各种线上招

聘月活动 2 场，为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信息服务。

2.开展书记校长和学校领导层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。“百日

冲刺”期间,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按照《关于<开展书记校长访

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黔城职院通字

﹝2022﹞69 号）文件安排，切实实施书记校长及学校领导班子

成员履责进园区、走企业，商洽校地校企合作，与相关单位建

立就业基地，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。开展走访政府职能

部门（或企业）的社会需求调研活动、了解人才需求新态势。

安排开展 2022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排查，了解未就业毕业生求职

需求。推动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不断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

性和适应性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书记、校（院）长走访用人

单位原则上不少于 100 家。

3.启动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。“百日冲刺”期间,学校在服

从贵阳贵安疫情防控政策下，遵照卫生健康、疫情防控等部门

要求的条件，积极联络和邀请企业，参加校园招聘会，开展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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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合作活动、举办专场招聘会等。对于暂不符合进校条件的企

业，安排企业通过线上方式“进校”举行网络招聘会。学校将

开设招聘场地，搭建企业进校招聘平台，引导毕业生与企业直

接见面，实现零距离就业。

4.开展精准就业指导服务行动。“百日冲刺”期间,参加教

育部举办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式，引导毕业生到

基层建功立业。认真开展组织 2022 届师生参与“互联网+就业

指导”公益直播课学习活动,特别是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,引导

2022 届毕业生尽快投身求职行动,尽早实现就业。深入开展

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月活动,重点宣传中央有

关部门、省级和各高校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、自主创业、

参军入伍、权益保障等方面出台的政策措施。举办宣讲会开展

以“成才观、职业观、就业观”为核心的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

动,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势政策讲座、党团组织活动、主题班会等

形式,引导毕业生树立健康、积极、理性的就业心态,引导毕业

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，主动投身国家

及省内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就业创业。

5.开展就业困难群体帮扶行动。“百日冲刺”期间,学校按

照《关于印发<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

帮扶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黔城职院通字﹝2022﹞107 号）的安排，

切实实施好对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的一对一帮扶工作，按照“一

人一档”“一人一策”要求建立工作台账，开展个性化就业辅导、

专门发送招聘信息、优先推荐岗位等方式开展精准帮扶，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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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每一名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精准推送 3 个以上就业岗位，帮

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。开展“高职扩招毕

业生就业服务行动”，针对高职扩招毕业生生源类型特点，传递

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，实施针对性的帮扶举措。根据《关于印

发<贵州省 2022 年宏志助航计划——全国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

生就业帮扶项目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要求，在贵州民族大学牵头

下,制定学校实施方案,积极组织毕业生参加宏志助航计划网络

培训，完成省教育厅规定的学校宏志助航计划线下培训年度任

务，切实提高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工作统筹。学校要高度重视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创

业的统筹协调工作,依据制定的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

活动工作方案,结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,切实加强工作布置,

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顺利

进行，达到预期效果。

(二)强化资源开拓。学校坚持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创新

挖潜，开拓新的社会招聘机构、行业协会、用人单位等,挖潜历

届毕业生创业成功带动就业的资源，为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，

争取帮助更多毕业生在离校前落实就业。以开展访企拓岗促就

业、万企进校园、“筑人才·强省会”等活动为契机,进一步建

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,保障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资源,夯实毕

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基础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宣传。学校要在 4 月开展毕业生就业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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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宣传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

活动宣传工作，积极联系新闻媒体，线上线下共同发力，多角

度、多方位加大活动宣传力度,扩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参与面,

营造社会支持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。

(四)强化信息报送。学校按要求及时将学校制定的《贵州

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

动工作方案》报送省教育厅。按照规定及时报送学校就业促进

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的重大事项。

附件：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年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

刺”系列活动安排表

联系人及电话：申群宁 18984012178

电子信箱：806542308@qq.com



贵州城市职业学院2022年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安排表

序号 活动内容 负责部门 负责人 协助部门 完成时间

1 准备工作
（2022年4
月26日-5
月9日）

学校2022年毕业生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
动方案

就业处 汪倩 4月29日前

2 就业促进周和“百日冲刺”系列活动氛围宣传 就业处 杨峍 5月9日前

3 就业促进
周系列活
动（2022
年5月9日-
15日）

就业促进周主会场及全国5个分会场启动仪式暨
“24365校园招聘服务”系列招聘活动

就业处 汪倩 二级学院 5月9日上午

4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和省厅片区调度会 就业处 申群宁 二级学院 见上级通知

5 召开学校202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第2次调度会 就业处 汪倩 二级学院 时间另定

6

百日
冲刺
（
2022
年5
月-8
月）

开展
全国
校园
招聘
系列
活动

参加教育部“24365校园招聘服务”（线上）百日招
聘行动的活动

就业处
汪倩、二级学院

群宁、二级学
院实习就业科长

二级学院 根据省厅安排

8 举办2场线上和3场线下校园招聘会 就业处
汪倩、二级学院
实习就业科长

二级学院 5月-6日

9 发布用人单位招聘信息（保障＞5个岗位/毕业生） 就业处
申群宁、各二级
学院实习就业科
长

二级学院 5月-8月

10
开展
书记
校长
访企
拓岗
促就
业行
动

实施书记校长（和领导层）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
就业处、校企合
作处、二级学院

汪倩、古芳丽、
二级学院院长

5月-8月

11 参加2022年东莞市第十三届校企合作洽谈活动
就业处、二级学
院

申群宁、杨峍、
二级学院实习就
业科长

5月-8月



12

百日
冲刺
（
2022
年5
月-8
月）

开展
书记
校长
访企
拓岗
促就
业行
动 开展就业创业典型毕业生返校举办职业生涯讲座活动 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院长 5月中旬

13 启动
实施
万企
进校
园计
划

做好疫情防控下，邀请企业进入校园开展校企合作对
接等活动

就业处、校企合
作处、二级学院

汪倩、古芳丽、
二级学院实习就
业科长

5月中旬

14 举办供需对接签字仪式 校企合作处 古芳丽、杨峍 就业处 时间另定

15 举办1-2场中小企业进校园的专场宣讲会
就业处、校企合
作处

汪倩、古芳丽、
二级学院实习就
业科长

二级学院 5月中旬

16

开展
精准
就业
指导
服务
行动

参加2022届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式 就业处 汪倩 根据上级安排

17 参加教育部“24365互联网+就业”公益直播课 就业处
申群宁、杨旖菡
、二级学院实习
就业科长

二级学院 5月-8月

18 开展2022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排查 就业处
汪倩、各二级学
院院长

二级学院 5月上旬

19 开展毕业生就业政策宣讲和传达 
就业处、马克思
主义学院

汪倩、高丽梅、
二级学院实习就
业科长

二级学院 4月-12月

20 开展
就来
困难
群体
帮扶
行动

开展帮助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实现就业的双百活动 就业处
汪倩、叶彥汝、
杨红卫、二级学
院院长

人事处、督察处
、二级学院

5月-8月

21
协办60名毕业生宏志助航计划培训（下半年的培训另
定）

就业处 申群宁、谢保定 医护学院 6月

22 开展促进帮扶扩招生就业政策宣传活动 就业处
汪倩、代晓岚、
杨红卫、二级学
院院长

学生处、督察处
、二级学院

6月-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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